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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调查"

鲜见专业!候鸟游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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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说法"

海口正积极探索!候鸟游"

Ò¥FG9H0)*mn! ´"îÇ

ENÞY)*¥YZù@¦§¦°¨©©&

v¨¦°wx!BCNÞYZ0(FG*%¿

Bª¦2«¬®!�Ñ?~s}ª�& 1

2FG9H.I#¯0ÓÔs°!õ±0F

G*ô\²es}:�³´&�é�µW0

v!(FG*% L_¶rs*?:~0O�!

�·4!�÷mn¢v¸NFmn&

¨¦°¨! á)*¥0¹ºÃ@!f

:óò\%)��&«¬(FG*%0�

4»*Ì¸¼�0½¾-�÷ÕÝ!�¦

4¿;0eÀÿFDG(FG%9H0Á

�ôz& (FG*�]NÞYZ0Â�)

*¿B�ÃF°>Ä0«¬!ÃF-0Y

Z0��&op«¬ÅÆNO]0?¯~

0(FG*%YZÃ�!yÇ&XÈ0ÉI

Êå�²es}& %¨©©ÈÉ!&(FG

*%ªË²es}C!FG9HÃ*LÌ

X"4�÷!ÍÎ�s}?ÇÏ0^s)

��!�Ò¥"44HI=ÐWÑÒ"Ó

0)*�®&

据了解!针对我国南北方气候的

差异!不少北方的旅行社自多年前就

已经开始了"候鸟游#的探索之路$ 目

前!国内多家旅行社已打造出了相对

成熟的"候鸟游%品牌!每到冬季将大

量"候鸟%老人从冰天雪地引向温暖

的南方$

!

案例一 #

吉林雾凇旅行社

$夕阳红专列%带着老人游南方

吉林雾凇旅行社是吉林省十佳

旅行社之一! 也是吉林省老年旅游

做得较为成熟的旅行社之一$ 据旅

行社工作人员介绍! 该社的老年旅

游&&&"雾凇夕阳红专列% 已经有
'

年的历史! 较为成熟$ 除了为老人

游客购买旅游责任险' 人身意外保

险外! 随专列还设有专门的保健医

生! 导游也都是具有多年经验且有

耐心的专业人员$

(我们的夕阳红专列选择在每年

的
$

月份左右出发!目的是防止老年

人一下子从严寒中进入温暖的南方

不适应$ #工作人员告诉记者!今年
$

月!他们的专列搭载了
(""

余名老年

人奔向海南'厦门'成都等多个城市$

仅海南旅游! 该社就设置了三条路

线!分别是)

海南
)

线)长沙'海南'桂林'湛

江观海长廊夕阳红旅游专列
!%

日游

海南
*

'

+

线
,

长沙 '北海 '越南 '

河内'下龙湾'南宁'德天瀑布夕阳红

旅游专列
!%

日游

!

案例二#

天津恒信假期国旅

养生老年游专列
!&

日游

天津恒信假期国旅在冬日来临

之际! 联合相关铁路部门于
!!

月初

推出了第三届 (纵横中国 #海南 '桂

林 '韶山 '南昌中老年旅游专列 !为

候鸟老人创造温暖的行程$ 通过火

车专列把湖南韶山 '海口 '兴隆 '三

亚'广西桂林'江西南昌等旅游城市

的景点串联起来! 让游客在
!&

天中

忘记北方的严寒! 着实做一把南飞

的(候鸟#$

除去专门的旅游线路 ! 记者了

解到 ! 国内还有多家旅行社设有

(海南度假养生# 线路! 将北方老人

接到海南过冬! 在专门的 (养生基

地# 内安排老人的住宿和活动! 时

间设置
!"

天至
$"

天不等 $ 既让老

年人躲避了冬季的寒冷! 又免去了

(候鸟老人# 自行寻找老人公寓' 租

房的麻烦$

有业内人士指出!这些做法很值

得海南借鉴!因为相比之下!海南得

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可以吸引更多的

候鸟老人$

!"#$%&'()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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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鉴
北方旅行社

打造$候鸟游%品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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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了解到#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#旅游成为越来越多老

年人的休闲选择$ 而根据国家旅游局
!""#

年
!

月发布的

%

!""$

年全国旅游投诉情况通报&显示#较之往年#老年游客

的投诉明显增多# 其中旅行社靠增加购物点弥补低价运作'景

区对持有老年证的游客优惠尺度不一等问题成为老年人旅游

投诉的热点$

时值
%%

月下旬#随着北方气温的降低#大批的北方老年人

开始奔向海南过冬#其中有旅游需求的老人不在少数$ 令人遗憾

的是#我省大多数旅行社目前尚无专门针对老人的!候鸟游"项

目#导致老人无法跟上一般的旅游团#甚至旅游途中屡屡!受伤"$

文
!

记者 李灏 实习生 侯艳春

老人旅游途中被困车中晕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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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

(候鸟老人#畅游海南 &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'


